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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常德日报》、常德电视台、网站等
主流媒体纷纷在显著位置发布了2018年第一季
度“四区”控违拆违考核结果。其中，武陵区、柳
叶湖旅游度假区、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获得优秀
等次，鼎城区获得良好等次，各区政府（管委会）
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一并予以点名公开通
报，像这样的评比公示已实行3年之久。

据市考核办工作人员介绍，在等次考核之
前，他们一直实行的是排名考核，结果不仅要对
外公开公示，而且凡连续两次排名末位的责成其
主要领导向市委、市政府说明情况，连续三次排
名末位的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进行约谈，这
让每一个区都感到肩上有责任、头上有压力。

“要有效遏制市城市规划区内的违法建设，
光靠规划部门一家显然远远不够。调动好‘四
区’政府（管委会）的积极性，发挥好他们的主观
能动性，夯实好各级各部门责任非常关键。因
此，这就需要市考核办紧紧握好考核评比这个指
挥棒。”市规划局局长、市考核办主任陈爱喜表
示。

如何让“市级考评、区级主责、部门配合、基
层联动”的控违拆违工作管理体制真正发挥效
能？这是市考核办从一开始就在思考的问题。
早在2015年，市政府办先后出台了《常德市城市
规划区制止违法建设行为和拆除违法建筑管理
规定》和《常德市城市规划区制止违法建设行为
和拆除违法建筑考核办法》等文件，为“一城四
区”控违拆违工作的展开提供了遵循。

市规划局副局长、市考核办副主任诸扬欢告
诉记者，如何科学合理考核，之前并无现成模式
可参照。通过充分征求意见和反复调研，我市制
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比如，市政府将控
违拆违工作纳入部门年度绩效考核范畴，定期检
查督促、加压驱动，营造了“四区”政府（管委会）
比拼争先、不甘落后的浓厚氛围。对被考核的

“四区”政府（管委会），从综合工作、经费安排、新
增违法建设的处置、存量违法建设的拆除四个方
面明确了考核任务与标准，对被测评的市直部门

和单位明确了测评内容与要求，建立了较为科学
的控违拆违工作考核体系。

诸扬欢还表示，考核奖惩机制也是推动控违
拆违工作开展的重要手段。市考核办严格执行
考核细则，不搞平衡、不吃人情，每季度考核各区
还安排了观察员，对考核情况进行现场监督，确
保考核公正公平，并根据季度考核结果实施奖
惩等等。这些刚性措施，有效地推动了“四区”
政府（管委会）控违拆违主体责任的落实。武陵
区拆违控违办主任龚铭感慨，市考核办对“四
区”的考核做到了公开、公正、公平，让他们心服
口服。

此外，为督促“四区”工作落实，市考核办对
城市规划区及市政府确定的严控区域，采取日
监督巡查和月检查的方式，每月向各区政府（管
委会）通报检查情况，每季度在新闻媒体上公开
考核结果，年终总结评比、严格绩效考核。相关
部门与基层之间建立了协商会商机制，坚持定期
不定期地对职责履行、执法流程、案件处置进行
磋商，确保了在查处违法建设上的分工合作、有
序联动。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普遍设立
了24小时监督举报电话，形成了全方位、立体化
的群众监督举报网络。

市考核办相关人员还告诉记者，除了形成监
督网络及时发现新建违建，还要有效防止已拆除
的违建“死灰复燃”。为此，市考核办实施“滚动
考核”，对上个季度处置不到位、不彻底的案件，
下个季度继续进行考核；对上个季度列入考核已
处置完成的案件，下个季度再进行一次“回头
看”，确保不出现回潮反弹。

随着工作不断深入推进，一些新问题、新
矛盾也在不断凸显。2017 年，由市考核办牵
头，再次组织相关部门对原考核办法进行了修
改、完善，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各职能部门、各行
业主管部门、“四区”政府（管委会）、乡镇（街
道）和村（社区）在控违拆违工作中的职能职
责，为抓好“一城四区”控违拆违工作提供了有
力保障。

考核奖惩制度之变

挥好“指挥棒” 压紧压实“四区”主体责任

拆迁、拆违被誉为“天下第一难事”。在控违
拆违工作人员看来，难就难在要打破一部分人的
既得利益。因此，不出重拳、不下猛药，对城市

“沉疴”的治理只会是猫鼠游戏，不良之风还会愈
演愈烈，甚至会陷入拆了建、建了拆的怪圈。

武陵区河洑镇合兴村部分村民为套取征拆
补偿，抢搭抢建违建住房和仓库26栋之多，违法
建设面积近8000平方米，严重阻碍了金丹路市政
工程推进，造成极大社会负面影响。

市审计局一栋临时建筑超过审批期限，该建筑
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且毗邻中心城区的武陵大
道，既有碍城市观瞻，又有很大的消防安全隐患。

因地块纳入海伦实业工程项目开发，鼎城区
灌溪镇兴发垸村 15 组村民为套取征拆补偿，在
2016年春节前后短短几天内，抢搭抢建19栋砖木
结构平房，违建面积5389 平方米。

位 于 德 山 街 道 莲 花 池 社 区 的 莲 心 木 材
市场，占地面积约 10 亩，违法建设面积 3800
平方米，由多处砖木结构平房和木质结构简
易房屋组成，严重影响城市规划建设且存在
重大消防安全隐患。

这些社会反响强烈的重点违建，如不依法予
以打击拆除，将阻碍城市空间的拓展，严重损害

规划的严肃性，破坏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在
市考核办的督促督办下，“四区”政府（管委会）排
除重重障碍，下决心组织庞大执法队伍重拳出
击，一律依法予以了强制拆除。

遏制违法建设势头，“拆”是重要手段。而且
要真拆、敢拆，违建者才不能建、不敢建。诸扬欢
表示，对案件高发的主次干道周边、重点工程征
拆范围、新建小区和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的
违法建设，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典型违法建设
案件和久拖未决的历史疑难案件，市政府定期
组织集中拆除行动，坚持做到了“四个强拆”：抢
建套取补偿的强拆，阻碍重点工程推进的强拆，
经营牟利的强拆，典型违法且负面影响较大的
强拆。3 年多来，市考核办共督查督办200余起
重大典型案件，问责追责25名党员干部，其力度
之大、决心之大可见一斑，在全市范围内形成了
强大震慑。

柳叶湖旅游度假区控违拆违办副主任丁勇
则深有感触地说：“前些年辖区内有的违建者可
谓明目张胆，违法建设呈成片高发趋势。随着这
几年一批大案、要案、窝案的重拳查处，大面积违
建呈迅速下降态势，他们急于‘扑火’的情形亦愈
来愈少。”

拆违决心声势之变

依法重拳治违 坚持实施“四个强拆”

控违拆违，拆是手段，控才是目的。
最难拆的，往往不是违建房，而

是老百姓那一堵堵“心墙”。不亲历
控违拆违现场，不听到挖机、铲车隆
隆轰鸣，不目击一幢幢违法建设被夷
为平地瞬间，就难以深切感受到控违
拆违工作的艰难和一线人员的委屈
与无奈。

记者采访了解到，2015年，柳叶湖
七里桥街道城管站长徐晓冬在组织拆
除一户水果经营户钢架棚后，摊主气急
败坏地拿出水果刀向他头部、后背多处
猛刺，如果不是同事及时保护，也许性
命都无法保住。2016年一天早晨，鼎城
区灌溪镇控违拆违工作人员准备去上
班，发现门口被曾扬言报复的违建户
泼了满地大便。然而，随着控违拆违
工作声势浩大地深入推进，这一极端
对抗情形正逐渐成为“过去式”。

舆论引导润物无声。让政策宣传
走进千家万户，走进每一个市民心里，
让居住在这座城市的人们都关注、了
解和支持控违拆违工作。近年来，针
对部分群众“控违拆违就是政府与民
争利”“不影响城市规划建设就可建
房”等错误认识，我市充分借助宣传舆
论导向作用，通过电视、报纸、网络、广
播等主要媒体，把控违拆违法律法规、
政策要求、典型案例以及市政府严厉
打击违法建设的决心传达给广大市
民，不断增强“谁进行违法建设谁就要
付出代价”“谁庇护违法建设谁就要被
追责”的意识。“四区”政府（管委会）、
乡镇（街道）、村（社区）也积极利用微
信、户外广告等多种形式对控违拆违
工作进行宣传。2015年以来，市区两
级制作大型立柱、电子显示屏宣传广
告 150 余条、大型墙体标语 300 余条、

宣传展板及橱窗500余块，悬挂标语横
幅1000余条，发放控违拆违知识手册
3000 余册，出动流动宣传车 600 余台
次，在微信公众平台发布控违拆违信
息近3000余条。通过广泛宣传，控违
拆违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消除了
一部分人的顾虑，解开了一部分人的
心结。

柳叶湖七里桥的老赵，利用节假
日抢搭抢建，执法人员巡查发现后，坚
持将法律政策讲透、控拆形势讲透、拆
除路径讲透，最终，老赵认识到自己的
违法行为，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将其
拆除。武陵区穿紫河街道康桥社区居
民刘小平，早在18年前修建了一个约
300多平方米的仓库，用于堆放工程杂
物。随着城市不断扩容提质，该仓库
与周边环境已不相协调，还对居民出
行造成一定程度不便。今年“五一”前
夕，在街道提醒劝导下，刘小平二话没
说立马自行拆除。他说，虽然仓库拆
掉造成了自己的不便，但换来了居住
环境的改善、居民生活的方便，他觉得
自己做得值。3年来，我市按照“拆早
拆小拆了”的要求，及时动员违建户自
拆、助拆，既减少了行政成本，避免了
违建户更大损失，还带动了一大批群
众从“不准建、不能建”到“不想建、不
愿建”的观念转变。目前，像刘小平一
样自拆、助拆的已成为主流。

疏堵结合破现实矛盾。陈爱喜认
为，组织控违拆违工作，不能一味依法
依规来“堵”，还要有情有义来“疏”，要
彰显民生温度和情怀，不搞一刀切。
因此，我市在推行“四个强拆”、严厉打
击违法建设的同时，对纳入扶贫攻坚
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危改户、远郊农户
改厨改厕等确有现实需求，在不能审

批或暂不予征拆情况下，坚持以人为
本，积极想办法给予照顾解决，让他们
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赢得了
他们对控违拆违工作的理解与支持。

新时代、新起点、新使命、新作
为。5 月 4 日，随着副市长、市考核办
领导小组组长涂碧波的一声令下，一
城“四区”全面打响了声势浩大的“控
违拆违百日攻坚行动”，仅启动仪式当
天，“四区”以迅雷之势集中拆除违法
建设 36 宗 11934 平方米，向全社会彰
显了打赢攻坚战的坚定决心。

控违拆违工作永远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城市管理工作从来没有
最好，只有更好。如果我们重新审视3
年多来的控违拆违工作轨迹，你会发
现，这场势如破竹的控违拆违攻坚战，
决不仅仅是“拆”与“建”的简单加减，
而是打破原有粗放生长的城市发展模
式，以“过得细、过得硬”精细管理组合
拳，通过空间整理、资源整合、打造了
一个精致精美、张弛有度的品质大
城。从控违拆违的工作推进中，我们
看到的不仅仅是城市家园的美好变
化，也看到了城市管理者担当作为、精
益求精的精神风貌，更看到了每一个
市民从被动管理者逐渐向城市治理主
动参与者转变的可喜改变。

翻开常德的城市总规，你会发现
市委、市政府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将常德定位在“泛湘西北现代化区域
中心城市、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历史发
展坐标上，一座精美大城、品质大城正
呼之欲出。如何真正建设好、维护好
大美之城？真正体现“以人民为中心”
的城市治理理念，实现城市共治共管、
共建共享？这或许是城市管理者新时
代必须面临的更高挑战。

观念风气之变

彰显民生情怀 从“不准建”到“不想建”转变

（上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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